
本报社址：长沙市芙蓉中路一段 469号新闻大酒店 30楼 总编辑：涂新山 湘广发登第 0035号
新闻热线：0731-84326251 订报热线：0731-84326226 广告热线：0731-84326448 本报每周二、周四出版 全年订价：120元 零售价：1.50元 印刷：湖南日报印务中心

湖南日报报业集团主管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CN43—0036
http://hunan.voc.com.cn
全国邮发代号41—26

中国知名专业报品牌
全国十佳卫生报

２０17年10月19日

星期四

服务读者 健康大众

第2476期

更多健康资讯 请扫描二维码
本报微信名： 大众卫生报
本报微信号： dzws001

������健康， 是幸福的起点， 也是成长
的前提； 是立身之本， 也是立国之基；
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涵， 也
是人类社会发展福祉的永续追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统揽全局、 系统谋
划， 从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出发， 作出
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
突出重点、 立柱架梁， 从民生关切着
手， 实施一系列利当前、 惠长远的重
大举措， 推动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由易
到难渐次突破， 为人民群众的共同追
求、 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不断夯实
健康之基。

“没有全民健康， 就没有
全面小康”

把准时代脉搏， 回应人民期待，

开启健康中国建设新局面
人民健康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基

础。 拥有健康的人民意味着拥有更
强大的综合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凝聚着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深邃思考
和长远谋划。

2013 年 8 月， 习近平总书记提
出， “人民身体健康是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重要内涵”。 2014 年 12 月，
在江苏镇江考察时 ， 他再次强调
“没有全民健康， 就没有全面小康”。

2015 年 10 月， 党的十八届五中
全会明确提出了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任务。

2016 年，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世
纪以来第一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

上发表重要讲话， 为建设健康中国
指明了方向、 提供了遵循。

2016 年 10 月， 由中共中央政治
局审议通过的 《“健康中国 2030” 规
划纲要》 发布， 勾画出打造健康中
国的美好蓝图。 这一部署， 标志着
健康中国建设的顶层设计基本形成。
统计显示， 仅 2016 年一年 ， 党中
央、 国务院共部署 10 方面 50 项重
点医改任务， 印发实施健康相关重
要政策文件 20 余个。

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 推进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改革完善药品
生产流通使用政策、 鼓励药品医疗
器械创新……健康中国建设急需突
破的难点、 焦点就是中央全面深化
改革领导小组的集中关注点和着力

点。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召开后不
到一年时间， 中央深改组已 6 次研
究与健康中国相关议题。 而中央深
改组召开的全部 38 次会议中， 有 11
次与医改相关。

促进全民健康， 决胜全面小康。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把
维护人民健康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
要务， 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取得令世
界瞩目的成就。

作为实现中国梦的重要支撑，
建设健康中国， 是中国共产党谋定
发展大势、 践行执政为民的气魄和
智慧， 是在全球卫生与健康治理中
贡献中国力量的责任和担当， 是决
胜全面小康、 向中国梦进发的基石
和保障。 （下转 16版）

夯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健康之基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加快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纪实

新华社记者 赵承 陈芳 胡浩 王宾

������本报讯 (记者 尹慧文袁小玉
通讯员 彭萍彭璐) 10 月 16 日是
“世界镇痛日”， 也是 2017 年中国
镇痛周的第一天， 为激励正在与癌
痛作斗争的病友， 湖南省肿瘤医院
举行第一届蔚蓝丝带 “怀亲之旅”
活动， 通过缅怀亲人呼吁社会更加
重视癌痛患者的身心疾苦， 同时发
布癌痛治疗的六大常见误区， 以提
升广大市民的镇痛常识。

癌痛是肿瘤患者最常见的伴随
症状， 严重影响癌症患者的生活质
量。 该院专家介绍， 很多患者和家
属， 甚至一些医务人员对癌痛治疗
有误解， 具体有以下六大常见误
区。

一是吗啡是毒品， 吃了会上

瘾， 能不吃就不吃。 现代医学已能
做到使吗啡类药物在人体内缓慢有
序地释放， 从而极少产生欣快感而
成瘾。 癌症患者只要严格按照医生
指导， 基本不会出现成瘾问题。

二是吃一种阿片类就能达到良
好的止痛效果， 不再需要其他止痛
药了。 实际上癌痛的产生机制复
杂， 只有全方位考虑癌痛产生的机
制， 针对性地联合用药才能达到良
好的镇痛效果。

三是痛了忍一忍， 忍不住再吃
止痛药， 免得吃多了花钱又上瘾。
对于癌痛病人尤其是慢性持续性疼
痛的病人， 需要持续应用止痛药
物， 使血里的药物浓度达到稳定才
能达到控制疼痛的目的。

第四大误区是 “我对止痛药过
敏， 受不了”。 其实， 对阿片类止
痛药物过敏的患者十分罕见。 千万
不要把常见的阿片类不良反应 （如
呕吐、 便秘等） 当成过敏反应。

第五大误区是 “该吃的药我吃
了， 该打的针我也打了， 疼痛还是
止不住， 只能痛死了”。 针对这部
分患者， 多模式镇痛方法的使用使
得镇痛效果有了很大提高。

还有一大误区是 “都给我用吗
啡了， 我已经无药可救了”。 这种
想法也是错误的。 癌症患者产生疼
痛并不代表疾病进入了中晚期， 实
际上无论哪一期都可能出现疼痛，
只有尽早尽快控制疼痛， 才有利于
癌症的系统性治疗。

������本报讯 （通讯员 秦璐） 10 月 16 日
是世界脊柱日， 长沙市中心医院举办丰
富多彩的主题义诊科普活动， 邀请病友
和社区居民一同参加。 该院脊柱外科专
家提醒， 生活中有几种姿势对脊柱伤害
特别大， 并且人们可能并不自知。

该院脊柱外科副主任医师何友智介
绍， 这几种姿势分别是司机长期坐在驾
驶座驾驶汽车； 爱美女性长期穿高跟鞋
走路； 体力劳动者直膝弯腰搬运重物；
低头玩手机、 看电脑成 “手机颈”； 十
月怀胎遗留 “腰椎伤”。

“不要小看这些姿势的危害， 长期
处于这些姿势， 脊柱一定会报警， 一段
时间后就成了不可逆转的脊柱疾病”。
该院脊柱外科主任、 主任医师罗为民表
示， 近年来， 颈椎间盘突出症好发于中
青年人群。 主要因为电脑、 智能手机、
电子产品的广泛普及， 使颈椎间盘突出
症的发病年龄大幅减小。 长时间看手
机、 玩电脑， 固定的低头姿势会令颈椎
不堪重负。 椎间盘内压的增加， 会导致
颈椎间盘损伤， 长期的损伤就会导致椎
间盘髓核突出， 进而造成脊髓或神经的
压迫。 因此， 日常工作和生活当中， 应
尽量减少长时间的低头姿势， 以减少对
颈椎的伤害。

癌痛治疗六大误区你知道吗？

可能伤害你的脊柱������� 10 月 18 日上午 9
时，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
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
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
湖南卫生计生系统积极
组织广大医务工作者集
中收看十九大开幕盛
况， 认真聆听习近平总
书记代表第十八届中央
委员会所作的工作报
告。 图为湖南省儿童医
院组织党员干部和部分
医务人员收看开幕会。
通讯员 李奇 姚家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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